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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2014-2015 年度  數學科  校外參賽一覽表 

負責老師：韓文德、招惠玲、梁志聰、黃愛嫦、楊麗琼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地點／交通安排 帶隊 獎項 

1. 預賽

15-11-2014(六) 

09:30-10:30 

總決賽 

21-12-2014(日) 

09:30-11:00 

第九屆2014《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學生

自費$150】(小一至小六) 

 

決賽：【學生自費$ 】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香港當代數學奧林匹克學會 

預賽地點： 

教協將軍澳中心 

 

家長 

 

預賽＊1 

總決賽獲獎名單： 

銀獎：洪高源 

優異獎： 

嚴朗天 

徐子軒、黃銘軒、黃俊

銘、洪高進 

藍希文 

趙汝舜、莊鋮浚、李銘

謙、黃希鴻、黃心妮、

邱梓霖 

區鑑堯、趙朗希、董嘉

晟 

2. 七個分區比賽：

6-12-2014（六） 

決賽： 

28-3-2015（六） 

第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2014-2015）

－（小四至小六） 

（費用全免） 

香港天主教教區聯會（中學） 

http://hkpmc.cswcss.edu.hk/ 

 

 家長 

 

初賽成績＊2  

決賽成績： 

團體優異獎（小六）獎

杯 

（J.4：28，J.5：31，

J.6：13） 

個人優異獎 

謝以政、張力揚、 

黃希鴻、趙朗希 

另全獲個人賽首 60名

獎狀 

3. 13-12-2014(六) 全港十八區(西貢區)小學數學比賽(小五至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王華湘中學／自 家長 【數學急轉彎季軍】 

最近更新 23/6/2015 

http://www.hkomaths.com/
http://hkpmc.cswc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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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小六)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http://www.ychwwsss.edu.hk/we

bsite/ 

 

行  6F：趙朗希、區鑑堯、

黃裕瑛 

【創意解難亞軍】 

6F：趙朗希、區鑑堯 

4. 13-12-2014(六) 

09:00-12:00 

第九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小五至

小六)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將軍澳調景嶺翠

嶺路 38 號 

佛教正覺中學 

招惠玲 

 

 

 

5. 初賽：4-1-2015

（日）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香港賽區)－(小一至小六) 

（初賽費用全免） 

 

獲獎情況查詢系統網址（只給學生個別查
詢）：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http://www.hkmo.com.hk/ 

 

自行 家長 ＊3 

6. 15-3-2015（日） 

上、下午

（09:00~16:10） 

2015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小

一至小六)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於 3 月 31 日公布 

 

未定／自行 家長 

 
 

7. 7-3-2015（六） 

14:00~ 17:00 

第四十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4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小六) 

保良局 

民政事務總署 

於 4月 17日公布 

保良局馮晴紀念

小學 

／自行 

家長 6F董嘉晟： 

個人總成績二等獎、數

學競賽二等獎、計算競

賽二等獎 

8. 11-4-2015(六) 

10:00-11:30 

第二十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

請賽 (香港賽區 ) 

(小一至小六)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

邀請賽香港賽區組織委員

會  

九龍觀塘振華道

81 號 

福建中學／自行 

家長 優異獎 6F趙朗希  

優異獎 4F謝以政  

9. 19-4-2015(日) 

上、下午 

25-8- 2015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 2015(香港賽區) 

(小二至小六) 

新加坡數學競賽決賽 2015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由比賽籌委會安

排 

家長  

10. 3-5-2015(日) 

08:45~12:15 

 

第二十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

賽  

(小一至五)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九龍城喇沙利道

18 號 

喇沙書院／自行 

家長 

(梁志聰

監考) 

金獎： 

J.2黃俊銘 J.5張力楊 

銀獎： 

J.1 許嘉誠J.2 洪高進 

http://www.ychwwsss.edu.hk/website/
http://www.ychwwsss.edu.hk/website/
http://www.hkmo.com.hk/
http://www.hkmo.com.hk/
http://edu.poleungkuk.org.hk/match/primarymaths/
http://www.hkmo.com.hk/
http://www.hkmos.org/ma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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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 陳梓軒  馮朗研  

鄭卓源 

J.5 黃心妮 

銅獎： 

J.1張慶煌 陳律言  

嚴朗天 

J.2葉梓泓 

J.3鄭尚弦 

J.4蘇珉樅  許綽倫  

J.5李銘謙 

 

11. 

 

 

初賽 2015 年 5 月

02 日 (星期六)  

13:00 - 16:00 決賽

2014 年 5 月 30 日 

(星期六)  13:00 - 

16:00 

第二十六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4 

 

(小五至小六) 

【報名費用$250】 

 

 

 

中華基督教會基

法小學（油塘） 

韓文德 

 

黃愛嫦 

 

初賽成績： 

6F 趙朗希一等獎 

6F董嘉晟二等獎 

5F黃希鴻三等獎 

另全獲入選決賽優良獎 

 20-3-2014(五) 2014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數學科)比賽 

【學生自費$50，共 159 人參加】 

(小三至小六)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本校   

 

＊1第九屆 2014《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成績 

1W 嚴朗天 銅獎 5F 黃希鴻 銅獎 

1D 張慶煌 優異獎 5F 黃心妮 銅獎 

2H 黃宏熙 銀獎 5D 莊鋮浚 優異獎 

2H 徐子軒 銅獎 5F 洪高源 優異獎 

2L 黃銘軒 銅獎 5F 李銘謙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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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洪高進 銅獎 5F 趙汝舜 優異獎 

2L 黃俊銘 優異獎 5F 邱梓霖 優異獎 

4D 藍希文 銅獎 6F 區鑑堯 銅獎 

   6F 趙朗希 優異獎 

   6F 董嘉晟 優異獎 

第九屆 2014《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成績 

 

洪高進 小學二年級 優異獎 

黃俊銘 小學二年級 優異獎 

黃銘軒 小學二年級 優異獎 

徐子軒 小學二年級 優異獎 

藍希文 小學四年級 優異獎 

洪高源 小學五年級 銀獎 

趙汝舜 小學五年級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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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鋮浚 小學五年級 優異獎 

李銘謙 小學五年級 優異獎 

黃希鴻 小學五年級 優異獎 

黃心妮 小學五年級 優異獎 

邱梓霖 小學五年級 優異獎 

區鑑堯 小學六年級 優異獎 

趙朗希 小學六年級 優異獎 

董嘉晟 小學六年級 優異獎 

 
 
＊2 第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成績（2014-2015：小四至小六） 

組別 個人獎項 團體獎項 組別 個人獎項 團體獎項 組別 個人獎項 團體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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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 謝 以 政（金獎） 九龍東區團體

獎第十名 

小五 趙 汝 舜（金獎） 九龍東區團體

獎第十名 

小六 趙 朗 希（金獎） 九龍東區團體

季軍 小四 許 綽 倫（銀獎） 小五 洪 高 源 小六 劉 杰 宇（銀獎） 

小四 蘇 珉 樅（銀獎） 小五 邱 梓 霖（銀獎） 小六 董 嘉 晟（銀獎） 

小四 錢 偉 羲（銀獎） 小五 張 力 揚（金獎） 小六 區 鑑 堯（銀獎） 

   小五 黃 希 鴻（金獎）    

（香港島區、九龍東區和九龍西區的決賽場地為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新界東區、新界南區和新界西區的決賽場地為天主教郭得勝中學。個人賽及

團體賽優勝者將由六區決賽參賽者中選出，並於 4月 25日舉行頒獎典禮。） 

 

＊3「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香港賽區初賽) 成績 

J.1 J.2 J.3 J.4 J.5 J.6 

嚴朗天 一等獎 黃俊銘 一等獎 馮朗研 一等獎 謝以政 一等獎 洪高源 一等獎 董嘉晟 一等獎 

張慶煌 一等獎 洪高進 一等獎 鄭卓源 一等獎 錢偉羲 二等獎 黃希鴻 一等獎 趙朗希 一等獎 

方顧熹 一等獎 施俊銘 一等獎 陳梓軒 二等獎 余子鏗 二等獎 黃心妮 一等獎 楊倬亦 一等獎 

陳律言 一等獎 馬英瑋 一等獎 蔡旻熹 三等獎 洪丞鋒 二等獎 張力揚 一等獎 劉穎霖 二等獎 

許嘉誠 二等獎 黃宏熙 一等獎 鄭尚弦 三等獎 許綽倫 二等獎 邱梓霖 二等獎 劉杰宇 二等獎 

吳泓陞 三等獎 黃欣晞 一等獎   葉朗希 二等獎 麥哲銘 二等獎 盧棹楠 二等獎 

  黃銘軒 一等獎   蘇 樅 二等獎 趙汝舜 二等獎 馮沛穎 二等獎 

  徐子軒 二等獎   藍希文 三等獎 陳嘉汶 三等獎 馮兆聰 二等獎 

  葉梓泓 二等獎   植煒易 三等獎 吳慧楨 三等獎 區鑑堯 二等獎 

  蕭海寧 二等獎       JEMIMAH  三等獎 

  黃炫璋 三等獎       賴卓楠 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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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J.2 J.3 J.4 4.5 J.6 

嚴朗天 一等獎 黃俊銘 一等獎 馮朗研 一等獎 謝以政 一等獎 洪高源 一等獎 董嘉晟 一等獎 

張慶煌 一等獎 洪高進 一等獎 鄭卓源 一等獎 錢偉羲 二等獎 黃希鴻 一等獎 趙朗希 一等獎 

方顧熹 一等獎 施俊銘 一等獎 陳梓軒 二等獎   黃心妮 一等獎 楊倬亦 一等獎 

陳律言 一等獎 馬英瑋 一等獎 蔡旻熹 三等獎   張力揚 一等獎 劉穎霖 二等獎 

許嘉誠 二等獎 黃宏熙 一等獎 鄭尚弦 三等獎 許綽倫 二等獎 邱梓霖 二等獎 劉杰宇 二等獎 

吳泓陞 三等獎 黃欣晞 一等獎     麥哲銘 二等獎 盧棹楠 二等獎 

  黃銘軒 一等獎     趙汝舜 二等獎 馮沛穎 二等獎 

 


